
 

BlueTouch 痛楚紓緩
背貼

 

創新 Blue LED 技術

紓緩肌肉背部疼痛

無線

需與肩帶一併使用

 

PR3092/00 自然緩解背部疼痛
創新技術治療疼痛，設有藍色 LED 燈

Philips BlueTouch 可自然緩解背部疼痛。藍色 LED 燈刺激身體的自我修復過程，讓痛

楚明顯減少。Philips BlueTouch 無須醫生處方，各大藥房有售。

世界首創治療背部疼痛

創新技術治療疼痛，設有藍色 LED 燈

代替藥物治療的新療法

舒緩作用：熱力及身體的自我修復

使用過程：簡單、方便、隱蔽

使用背帶，舒適昇華

治療時間短，三種強度模式

便攜而體貼 - 融入您每天的生活

方便日常生活使用：安全，電量持久

安全使用

清潔簡便

立即試用，實力毋庸置疑

使用 5 次後的初步舒緩疼痛體驗



BlueTouch 痛楚紓緩背貼 PR3092/00

產品特點 規格

世界首創

以藍色 LED 燈技術治療背部疼痛為世界首創，

Philips BlueTouch 以完全自然的方法舒緩背部疼

痛：藍色 LED 燈刺激身體的自我修復過程，讓痛

楚明顯減少。Philips BlueTouch 專為上背及/或下

背而設。由於技術天然，Philips BlueTouch 無須

服藥並可代替藥物治療，無須醫生處方，各大藥房

有售。

代替藥物治療

藍色 LED 燈最大的好處是天然，藍光刺激身體的

自我修復過程。當藍色 LED 燈照射到人體皮膚，

體內會釋放出一氧化氮分子並傳到疼痛的肌肉。這

些微小的分子作用強大，可以自然舒緩背痛，同時

免除服用藥物可能導致的副作用。

熱力和一氧化氮

除了明顯的熱力有助舒緩疼痛，藍色 LED 燈會刺

激身體產生一氧化氮 (NO)。一氧化氮能促進循

環，提升肌肉的氧氣和養份供應，同時減輕痛感，

讓肌肉得到休息和舒緩痛楚。有指一氧化氮抗氧

化、保護細胞和抗炎作用，因此能保護肌肉及神

經，對抗傷患及避免受傷。Philips BlueTouch 不

但可以舒緩疼痛，更是預防措施。

背帶

使用可調節的舒適背帶，可以將 Philips

BlueTouch 隱藏於衣服之下。固定背帶以高級布料

製成，專為上背及下背而設。首先將 BlueTouch

放進背帶預設的口袋，然後放到身上適當位置，以

魔術貼繫緊即可，輕鬆容易。不論居家外出，隨時

戴著 BlueTouch 都舒適方便。

治療時長

Philips BlueTouch 最多每日可使用兩次，治療時

間按所選強度而有所不同。模式 1（溫和）最多可

用 30分鐘，模式 2（中等）可用 20 分鐘，而模式

3（強力）則為 15 分鐘。強度不同在於光線的強度

及溫度，可按個人喜好選擇。藍色 LED 燈的多種

模式選擇，讓 BlueTouch 每天都能有效地為你舒

緩疼痛。

便攜而體貼

每日的 Philips BlueTouch 背痛療程，可以輕鬆地

融入您的日常生活。Philips BlueTouch 以電池供

電，無須電線，療程期間您可以自由活動。

BlueTouch 體積輕巧，可以體貼地在衣服下使用。

療程時你更可以繼續您的日常活動，上班、做家務

或出外購物，都可享受療程。

安全

Philips BlueTouch 絕對安全。藍色 LED 燈刺激

身體的自我修復過程，舒緩疼痛，同時免除服用藥

物可能導致的副作用。當你啟動本產品，LED 燈會

以低電量亮起，你可以放心直望藍光。產品感應到

與皮膚的接觸後，才會以最高功率運作，並會在療

程完結時自動關機。溫度感應器會感測你的皮膚溫

度。

清潔簡便

Philips BlueTouch 清潔簡便：以柔軟的濕布或非

常柔軟的刷掃走表面的塵埃。請不要把產品浸入水

中或用水沖洗。背帶可以用 30 度溫水機洗。

5 天療程結果

證實可在使用 BlueTouch 療程 5 天後初步感受到

疼痛得以舒緩

天然的舒緩疼痛療法

BlueTouch 擊退背痛: 舒緩痛楚效果顯著

創新 LED 背貼: 40 個高科技藍色 LED

絕對天然: 絕無化學成份

使用範圍

背痛: 中度，慢性肌肉問題

下背: 脊椎和腰部

上背: 肩頸

方便使用

使用時間短: 每天約 15 至 30 分鐘

模式 1（溫和）: 每日 2 次，每次 30 分鐘。

模式 2（中等）: 每日 2 次，每次 20 分鐘。

模式 3（強力）: 每日 2 次，每次 15 分鐘。

規格

額定電壓: 100 V - 240 V

額定頻率: 50 - 60 Hz

額定輸入: 15 瓦

經典: IIa 級醫療設備

分類: 風險類別 1

進水: IP22

每日最多: < 90 J/cm2

電池類型: 鋰離子

藍色 LED 燈波長: 453 nm

連接

變壓器: 100 V - 240 V

插座

Micro USB: 以 micro USB 線充電

操作

相對濕度: 30% 至 90%

溫度: 10 °C 到 35 °C

儲存

相對濕度: 30 - 90% （無凝結）

溫度: -20 °C 到 35 °C

重量與尺寸

BlueTouch 重量: 0.168 kg

尺寸 （寬 x 高 x 厚）: 353 x 229 x 66 毫米

背帶尺寸 （寬 x 高 x 厚）: 229 x 179 x 30 毫米

安全

BlueTouch: 衛生和安全

省電回應模式: 與空氣接觸時

過熱感應器: 自動關機

療程後自動關機: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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